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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自然與人文環境說明 
一、高雄市 1簡介 

高雄市是中華民國的直轄市，位於臺灣西南部，由原高雄直轄市與臺灣省高雄縣於

2010年 12月 25日合併而來。其轄域東北至中央山脈以及玉山主峰，西南至南海上之南

沙太平島、中洲島，以及東沙群島。順時針方向與臺南市、嘉義縣、南投縣、花蓮縣、

臺東縣、屏東縣等縣市相鄰。面積達 2,952平方公里；戶籍人口約 278萬人，為臺灣第

二大的都市。 

高雄市自 19世紀末開港，日治時代發展為港埠城市與軍事要地，有「港都」之稱，

並在 20世紀中葉後成為臺灣南部政治、經濟及交通中樞。高雄在 2012年 GaWC的世界級

城市排為可自足等級。 

(一)地名 

根據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的考證，今日高雄沿海早期主要為馬卡道族所居住，在

該族語言當中，用以防禦海盜的刺竹林稱為「takau」。而漢人依其方言音譯為「打狗」

（音：Táⁿ-káu），《鳳山縣志》也將當地馬卡道部落記載為「打狗社」。官方文書有時雅

化為「打鼓」。西方人則有寫做「Takow」、「Tancoia」等。除了打狗外，相對於今日屏東

縣的東港，高雄曾有「西港」一稱。至於日本對臺灣的另一稱呼「高砂」或「高砂國」，

也來自「打狗」之名。 

日治時期，日本人依「takau」的日語諧音將「打狗」兩字改寫為漢字「高雄」（音：

Taka-o），源於日本京都右京的高雄山，此制度實施於 1920年。直到 1945年以前，「高

雄」二字是以日語拼音「Takao」來羅馬化。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才將「高雄」以

中文的威妥瑪式拼音改寫為「Kaohsiung」，是當前主要通行於世界上的名稱。 

台灣其他本地語言對高雄的稱呼，則分別有布農語、拉阿魯哇語、卡那卡那富語的

Takau，與泰雅語的 Takaw等等。 

(二)歷史 

1.史前 

根據考古學家研究，臺灣至少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 2、3萬年前已有人類居住，

而高雄地區雖未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但很可能也是早期人類活動的場所；從新石器時

代以來，人類就長期在高雄地區定居，從日治時期年至 1994年，所發現的及文獻上所記

錄的史前遺址，共有 124個以上，這些遺址所涵蓋的時間從距今 6、7千年前的大坌坑文

化時代開始，一直到距今 3百年前漢人進入高雄平原拓墾為止。。 

2.部落分治時期 

史前到 17世紀荷蘭人入侵臺灣以前，高雄平原是原住民平埔族群西拉雅族馬卡道支

族的居住地，散布有大傑巓社、阿猴社、放索社、打狗社等部落。丘陵及山地則為曹族、

排灣族、布農族、魯凱族等族群的游獵地帶。 

後期有明朝海盜與日本海盜至臺灣沿海作為海上據點。 

3.荷治時期 

1624年，荷蘭人登陸臺灣，在臺南安平建立熱蘭遮城，並於 1635年前後擊敗本地

平埔族群原住民。當時打狗已成為漁港，沿海漁民移居者漸多，在漁場附近建立漁寮後，

漸漸發展成漁村，據此可知，打狗在當時已經成為臺灣南部的重要漁港，並且時有商船

出入貿易。 

4.鄭氏時期 

1661年，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驅逐荷蘭東印度公司後，開始治理臺灣，鄭氏部隊據

地屯田，稱為「營盤田」，設 1府 2縣，其中萬年縣為現在的高雄，縣治設於埤子頭（左

營區）。鄭氏父子帶來中原文化，及濱海軍事要地之屯墾開發，同時也帶動街市的繁榮。

                                                 
1 高雄市，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資料擷取日期：201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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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曆 16年（1662年），鄭成功病逝，子鄭經起兵繼位。於 1664年在鄭經的統治下更名

為萬年州。永曆 35年（1681年），鄭經病逝，其子鄭克塽繼位。 

5.清治時期 

1683年，鄭克塽降清，臺灣入清朝版圖，翌年 4月設臺灣府，隸屬福建省，其下分

設 3縣，改天興州為諸羅縣，分萬年州為臺灣、鳳山 2縣。 清朝曾經於興隆莊（今左營）

興築「鳳山縣城」，作為鳳山縣治所在地；隨著漁業逐漸發達，近海區域也逐漸出現零散

的小型聚落。港口（當時稱為「打狗港」）最初於 1680年代左右開港，到了清領末期亦

對外開放成為通商口岸，雖然有部分外國貿易商進駐，但港口規模依舊一直無法擴大。 

6.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高雄市市徽由「高」字的片假名「タカ」變體成上下兩菱組成，象徵寶錘。 

日治初期，日本人開始有計劃地將高雄建設成小具規模的港口都市，特別是自 1908

年起，大力整建高雄港成為現代化港口，為殖民勢力向東南亞擴張作準備；另外，自 1900

年起，高雄即為縱貫線鐵路端點站所在地。接近港口的兩處新生地，即今日的哈瑪星與

鹽埕區成為當時發展最為快速的區域。1921年，高雄港進行第 2期擴建，碼頭延伸到苓

雅區及運河以東，估計人口也增加到 116,000 人。1924 年，高雄街改制為高雄市。1935

年時，高雄市的人口達到 8萬 6千多人。1936年，日本殖民政府再度擴大高雄都市計畫，

並進行第 3期高雄港擴建，為南侵積極準備，而前鎮區因為臨港的地理位置，成為工業

重鎮，高雄港的工業港市已經初具規模。 

由於高雄優越的地理位置，臺灣總督府計劃將臺灣首府由臺北南遷高雄，新總督府

位置就選在今圓山飯店地址，為此，自 1930年開始就著手進行高雄新市區道路規劃，完

成寬大整齊的棋盤式及環狀道路系統，雖後因太平洋戰爭日本失利而計畫未及實施，但

影響至今，高雄擁有最完善的道路系統。 

1940年代後，隨著高雄驛（高雄車站）東移新設，市區開始向東往前金、大港埔一

帶擴展。同時基於南進政策需要，日本人開始以高雄作為工業發展基地。然而二戰末期，

在美軍軍機的密集空襲下，高雄港與市區受到了嚴重破壞。 

此外，日本於二次大戰期間占領南沙群島，更名為「新南群島」，1939年（昭和 14

年）3月劃歸臺灣總督府高雄州高雄市管轄。戰後廣泛流傳的謬誤，多稱此應為歷史上

第 1次將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納入行政體系。但是，根據昭和 14年（1939

年）3月 30日之臺灣總督府令第 31號和臺灣總督府告示第 122號，新南群島定義之範

圍為北緯 7度以北、北緯 12度以南、東經 111度 30分以東、東經 117度以西之區域。

換言之，新南群島僅限於今南沙群島之一部，不包括東沙、西沙群島，東沙、西沙群島

屬於日本軍事佔領，不在高雄市行政管轄之下。 

7.中華民國時期 

海軍左營基地為中華民國海軍目前最大的基地，內有海軍陸戰隊指揮部、海軍艦隊

指揮部、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與海軍新兵訓練中心等單位。 

1974年至 2009年使用的舊高雄市市徽，圖像為一黃色「高」字及藍色齒輪，代表

著高雄工業的發展。 

戰後，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高雄港也逐漸恢復正常運作，1966年在楠梓成

立加工出口區，以及 1970年代，大型造船廠、煉鋼廠、石化廠的設立，高雄作為工業重

鎮的形象逐漸確立；高雄港的貨運量也逐年上升，並開始進行擴建；都市的發展區域亦

以高雄車站為中心，持續向南、東、北 3個方向擴張。1979年 7月 1日，高雄市併入南

邊的高雄縣小港鄉，並改制直轄市。 

同年 12月 10日（國際人權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組織群眾

進行示威遊行以訴求民主與自由。其後演變成官民暴力相對，最終以國民黨政府派遣軍

警全面鎮壓收場，為臺灣自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官民衝突，史稱美麗島事件。

該事件對臺灣之後的政局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使得國民黨不得不逐漸放棄遷臺以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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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專政，乃至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使臺灣社會得以實現更完整的民主、自由

與人權。並且伴隨著國民黨政府的路線轉向，臺灣主體意識日益確立，在教育、文化、

社會意識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轉變。 

高雄市 LOGO是為迎接 2000年、21世紀的到來，於 1999年的甄選作品，以輪船形

象與「高」字結合而成，成為除了市徽之外的另一個象徵標誌。 

   
日治時期高雄市市徽由「高」字

的片假名「タカ」變體成上下兩

菱組成，象徵寶錘。 

1974 年至 2009 年使用的舊高雄

市市徽，圖像為一黃色「高」字

及藍色齒輪，代表著高雄工業的

發展。 

高雄市 LOGO 是為迎接 2000 年、

21 世紀的到來，於 1999 年的甄選

作品，以輪船形象與「高」字結

合而成，成為除了市徽之外的另

一個象徵標誌。 
高雄市市徽演變 

 

1992年，因應都市快速發展，市政府遷至四維路的新辦公大樓。2000年代後，市政

府愛河與港區環境的重整與美化，及多項文化、休閒設施的整建，加上許多重大公共建

設及捷運動工，使得城市面貌在有較大的改變。在都市發展上，除了範圍較大的商圈陸

續興起外，陸續推動的交通建設（捷運、鐵路地下化）亦將帶來交通紓解上的助益。高

雄市在 2009年舉辦了世界運動會，是臺灣首次的綜合性國際賽事。 

2010年 12月 25日，直轄市高雄市與臺灣省高雄縣合併為一新直轄市，仍名為「高

雄市」，原高雄縣市法人消滅，由新高雄市繼承，市議員、市長屆數重計，首任市長由剛

於同年 11月 27日當選的合併前高雄市長陳菊擔任。另外，高雄市也積極促進與高雄港

的合併，以期消除港市隔閡和有效的利用港區土地。 

2014年 7月 31日，高雄市發生嚴重氣爆事故，造成 32人死亡，321人受傷。 

2016年 2月 6日，高雄美濃地震，高雄市市定古蹟旗山天后宮的寺廟牌樓裝飾被震

碎、掉落。 

(三)高雄市區 

高雄市區位於高雄市西南部，其範圍有多種不同說法，但大致均未超越舊高雄直轄

市 11區及鳳山區的管轄範圍，面積 185.937平方公里，占高雄市總面積 2951.8524平方

公里的百分之 6.3，2016年 3月人口 1,872,002人，占高雄市總人口 2,778,240人的百

分之 67.4，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 1萬人。中心商業區位於南高雄的鹽埕區、前金區、

新興區和苓雅區一帶，近年來則有往位於北高雄的三民區發展的趨勢。 

市區道路分布主要是以日治時期所規劃的棋盤式道路網為基礎，再加以拓建而成。

當中較為人知的是可以「從一數到十」的路名 10條主要東西向道路，由南至北依序分別

以「一心、二聖、三多、四維、五福、六合、七賢、八德、九如、十全」為名。 

市區的商業活動當中，有不少商家分門別類集中於某一條道路及周邊地帶的現象，

形成特殊商業街道景象，例如興中路的「花卉街」、中山一路的「婚紗街」、建國二路的

「電腦街」、建國三路的「補習街」、中正四路的「喜餅街」、新興街的「五金街」及青年

路的「家具街」等。 

(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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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的經濟產值以二級產業和三級產業為重心，其產值占全市生產總額大部份。

2011年高雄市工商及服務業生產總額為 2兆 8578億元，位居全國第 3位。[31] 

1.一級產業 

高雄市的一級產業主要為漁業與農業。漁業據點主要分布於茄萣區、旗津區、鼓山

區、前鎮區與小港區等，共有 20個漁港。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前鎮漁港；作業範圍包含太

平洋、大西洋及印度洋等洋區，是臺灣捕漁獲量最多，也是船舶噸位最大的漁港。此外，

還有鼓山漁港、興達漁港、旗津漁港與白砂崙漁港等，農業地帶則多分布於前高雄縣。

原高雄市在 2009年的漁業生產量為 176,862公噸，漁產量為全國最多；其中 98.17%的

產量屬於遠洋漁業，比例也是全國最高。 

2.二級產業 

高雄市的二級產業，則兼有高科技、重工業與其他製造業。大多位於路竹區、仁武

區、大社區、林園區、楠梓區、前鎮區、大寮區與小港區。至今高雄市二級產業仍以重

工業為主，而 60年代於前鎮區及楠梓區分別設置的中島加工出口區與楠梓加工出口區，

帶動大量就業機會，是高雄市早期經濟快速發展的主因之一。 

小港區的臨海工業區是重工業的集中地，有中國鋼鐵、臺灣國際造船、臺灣中油與

唐榮鐵工廠等。中國鋼鐵是臺灣規模最大的煉鋼廠，且是唯一設有高爐，且唯一的一貫

作業鋼鐵廠，2005年為世界排名第 19位鋼鐵廠。臺灣國際造船是臺灣規模最大的造船

廠，2005年世界 10大造船國排名，臺灣國際造船排名世界第 6名。臺灣中油為臺灣最

大的石油公司，而高雄煉油廠則為臺灣中油最大的生產基地。 

除此之外，高雄市境內亦設置許多工業區如林園區的林園工業區為南部最大石化工

業區、大寮區的大發工業園區、仁武區和大社區的仁大工業區、永安區的永安工業區、

岡山區的岡山本洲工業區、鳳山區的鳳山工業區與楠梓區的楠梓工業區。而左營區內亦

有高雄煉油廠。 

近年市政府為促進產業升級，將岡山地區轉化為高科技產業重鎮，並在路竹區設有

南科高雄園區、岡山區設有南區環保科技園區。而前鎮區的多功能經貿園區內亦有高雄

軟體科技園區。 

3.三級產業 

高雄市以服務業為主體的三級產業，重心於鹽埕區、前金區、新興區、苓雅區、鳳

山區、左營區與三民區，部份區塊有朝著商圈化方向發展的趨勢，總部設於高雄市的知

名企業有大統集團、義聯集團、中國鋼鐵、臺灣國際造船、臺灣港務公司、唐榮鐵工廠、

日月光集團、光陽工業、阿羅哈客運與臺灣時報等。 

4.多功能經貿園區 

座落於高雄港東側，向東緊鄰苓雅商圈，南側鄰接臨海工業區及高雄港貨櫃中心，

面積約 587公頃，主要分布於鹽埕區、鼓山區、苓雅區西側及前鎮區中、北部。園區大

部分為港區、工業區及閒置的國有土地，向西亦包含高雄加工出口區及中島商港區。此

區利用高雄港埠現有設施規劃具多功能海運轉運中心提供具倉儲、轉運、金融及商業之

發展，現今已建成的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及高雄 85大樓皆在此園區內。 

近年來，由於產業、官方及學術界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視，市政府的文化建設計劃

如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等興建建設相繼獲得中央政府的挹注

支持。高雄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於 2014年 4月 14日開幕啟用，舉辦國際大型研討會

議及大規模展示活動。 

(五)文化 

高雄市是南臺灣的文化中心與近代臺灣與外國聯繫的重要窗口，其文化是在傳統文

化的基礎上，開埠後與傳入影響高雄的歐美文化和日本文化融合逐步形成而兼容的產

物。近代工商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引入，使得高雄區別於其他地方的文化，在包括飲食、

音樂、藝術、民俗等方面都可以體現獨特現象，具有開放而又自成一體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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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語言 

大部分高雄市民之間用閩南語及國語交流，部分受過臺灣日治時期教育的較年長的

市民能以日語溝通，至於新一代的年輕市民則因現代教育的影響，不少人具備英語基礎

能力。 

另外較特定區域如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甲仙區部分和旗山區部分中的客家年

老市民能說南四縣客語；左營區、大寮區、鳳山區、鼓山區、三民區、新興區、苓雅區、

前鎮區、小港區和岡山區共 10個區的 57個眷村說國語；那瑪夏區、桃源區、茂林區、

六龜區和甲仙區等的布農族、鄒族、排灣族及魯凱族等山地原住民年老市民能說本族語

言。源此，高雄市政府設立了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和客家事務委員會保護客家和原住民的

語言與文化。 

2.文學 

高雄文學館坐落於中央公園，緊鄰城市光廊，前身為高雄市立圖書館第 2總館，為

文學創作與觀光休閒兼重的文藝場所。該館每年舉辦「文學家駐館」計畫，隔週邀請 1

位高雄作家駐館，讓民眾對於作家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文學館設有專屬網站，以及「高

雄文學文學館作家作品主題網」。五都改制之前，高雄市文化局每年舉辦「高雄市打狗文

學獎」，並且事後出版作品集；高雄縣文化局(包括文化中心時代)則舉辦「鳳邑文學獎」，

並且事後出版作品集。 

文學簡史高雄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作家當屬鍾理和，著作有《笠山農場》、《奔逃》

等，並常發表作品於《聯合副刊》。美濃區有鍾理和文學紀念館，館內除了收藏鍾理和個

人手稿及作品外，也收藏臺灣其他作家的手稿。除鍾理和外，1950年代起，高雄地區陸

續成立詩社、文學出版社等，著名詩人包括朱沉冬、莊金國、朱學恕及鍾順文等人，主

要為強調臺灣本土詩風。而小說家則以郭良蕙的小說《心鎖》一書被禁而名噪一時，而

德馨室出版社印行在臺灣戒嚴期間印行王詩琅全集及其他許多文學作品，亦頗受文學界

稱許。高雄縣併入高雄市之後，那些在高雄縣出生或是後來歸入高雄縣的作家、學者，

也將列入高雄市的作家名單之內，這些人有：鍾鐵民(美濃)、劉洪貞(美濃)、陳雨航(美

濃)、黃森松(美濃)、吳錦發(美濃)等人。 

學術工作文學史及其相關論述方面，目前已有彭瑞金撰寫的《高雄市文學史：古典

篇》、《高雄市文學史：現代篇》。文訊雜誌社出版的「高屏澎地區文學會議」論文集，收

錄幾則當地作家的言論及論述，亦有許多文學相關的博碩士、期刊論文。 

推廣及贊助文學活動的基金會，有「高雄市文化基金會」、「文學台灣基金會」、「佛

光山文教基金會」、「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全國性的文學社團有「臺灣筆會」、「臺灣羅馬

字協會」；地方性的文學社團有「高雄市港都文藝學會」、「高雄市古典詩學研究會」。 

3.藝術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位於高雄市鳳山區大東國小校地，佔地 4.3公頃，大東國小轉型

為精緻型迷你藝術小學。藝術中心涵蓋 800席多功能演藝廳和半戶外劇場，共有演藝廳、

展覽館、藝術教育中心、圖書館等四棟建築，其中圖書館是台灣首座藝術圖書館。 

4.電影 

高雄電影節是臺灣的一個大型電影節，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電影圖書館主

辦、民間單位招標承辦。影展自 2001年開始，2006年擴大影節主題，增加影展片量，

現至 2015年已舉辦 15屆，已成為高雄市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高雄電影節除電影放映

外，亦逐年新增活動特展，以及「48 小時拍攝」與「高雄電影節短片競賽」等活動，於

閉幕舉行頒獎，鼓勵台灣本土的電影創作。此外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鼓勵國產及本國電影

片製作，以確保本國電影文化事業之永續發展，電影片製作業者可以申請補助。高雄市

電影館位於高雄市鹽埕區(愛河河畔)，是南臺灣唯一的電影文化推廣單位。 

5.音樂 

高雄市音樂館位於高雄市鹽埕區，設有音樂演奏廳、高雄市交響樂團和國樂團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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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及排練室。音樂演奏廳座位有 384個，適合小型室內樂、絲竹樂的表演。 

高雄市交響樂團為高雄市音樂館駐館樂團之一，其下設有打擊樂團、長笛合奏團、

青少年管絃樂團與青年管樂團等附屬樂團。 

高雄市國樂團是臺灣高雄市的大型職業國樂團，經營理是念「傳統」與「現代」兼

容並蓄，既保有民族音樂的精華，又兼具新睿的國際宏觀，與各個藝術領域結合，或與

西洋樂器協奏方式演出。2000年進駐高雄市音樂館，2009年 4月正式轉型為財團法人高

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由文化局局長出任董事長一職，積極舉辦藝文活動，促長文化

之蓬勃發展，為南臺灣最活躍和最具影響力的樂團之一。 

6.戲曲 

臺灣豫劇團設在高雄市左營區，隸屬於中華民國文化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豫

劇團繼承中原文化，吸收本地文化。在臺灣落地以來，臺灣豫劇團結合傳統戲曲與現代

戲場的元素，先後創作了諸多新戲。曾應邀到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義大

利、韓國等地演出。 

7.美術與公共藝術 

1952年在畫家劉啟祥的提倡下高雄當地的畫家籌組了高雄美術研究會。並且與臺南

和嘉義的畫會聯合，從 1953年開始定期舉辦南部美術展覽會（簡稱「南部展」）。 

位於鹽埕區的駁二藝術特區是南臺灣最大的實驗創作場所與工藝創意發展中心。這

個藝術空間特質，保有一種前衛、實驗、創新與高雄國際藝術平台的意涵，創作新高雄

的藝術肌理，是高雄文化藝術的新發韌。 

此外高雄市立美術館與周圍的美術公園（內惟埤文化園區）則是藝術展覽的重要設

施；而佛光緣美術館是觀賞佛教藝術的美術館。美麗島站車站內部之公共藝術作品—光

之穹頂是高雄市公共藝術的殿堂級代表性作品。 

8.祭典節慶 

高雄市的節慶活動有包括高雄燈會藝術節、高雄左營萬年季、高雄戲獅甲藝術節、 大

寮紅豆文化節等。其中左營萬年季和前鎮戲獅甲藝術節並稱為「北萬年、南戲獅」，是高

雄主要的大型傳統慶典。在真愛碼頭舉辦的大港開唱及大彩虹音樂節是高雄市的大型音

樂節活動，第 2屆與高雄電影節串聯擴大舉辦。此外，每年有高雄市美術家聯展供當地

藝術家參展。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則是以貨櫃主題的國際性藝術展覽。每 2年 1次的高

雄國際鋼雕藝術節，顯示了高雄鋼鐵城市的藝術風貌。內門區每年 3月底到 4月初舉辦

的「高雄內門宋江陣嘉年華會」，已成為名聞遐邇的民俗慶典。大寮紅豆產量為高雄市之

冠，佔全市百分之九十，鄉公所與鄉代表會特規劃「紅豆故鄉在大寮」的大寮紅豆文化

節活動，而每年 11月底至 12月初於高雄市大寮區舉辦。 

高雄市岡山區的籃筐會每年舉辦 3次，分別為農曆 3月 23日的媽祖誕辰，農曆 8月

14日中秋節前夕以及農曆 9月 15日的義民節，為重要的民間竹器交易市集，目前已有 2

百餘年歷史。 

9.文化產業 

高雄的文化創意與設計產業逐漸在台灣南方匯聚成一股新興潮流。隨著高雄電影

節、大港開唱、好漢玩字節、春天藝術節、青春設計節、大彩虹音樂節等活動的揭幕，

吸引全國優秀文化創意、設計人的共襄盛舉，透過文化展演、交流，擴大高雄的藝術視

野。近年高雄文創產業蓬勃發展，而最重要契機在於 2009世界運動會開幕式中行銷的臺

灣意象，許多臺灣南方文化符號在舞臺初登場後便流行全國；如發源於臺灣西部的電音

三太子，是高雄乃至臺灣常見的表演元素之一。 

10.傳統工藝 

彩繪的油紙傘為美濃區重要的傳統工藝，也是客家文化象徵之一。美濃的油紙藝作

技術引進約在日治時期的大正年間，1960年代最為興盛，共有 20幾家紙傘廠，每年生

產約 2萬把以上。其後由於臺灣工業開始急速發展，機器生產的洋傘價格低廉且耐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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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攜帶，逐漸取代油紙傘。近年來美濃旅遊觀光業漸漸興盛，油紙傘工藝已轉型為與觀

光結合的地方文化。 

11.民間文化資產 

阿蓮區的傀儡戲是傳統表演藝術的戲劇；美濃區的客家八音是臺灣客家音樂人的一

種特有音樂文化；岡山區的皮影戲是民間工藝與戲曲結晶。此外三民區的布袋戲偶、木

雕和神像雕刻；前鎮區的傳統彩繪；阿蓮區的錦飛鳳傀儡戲劇團、大社區的東華皮影戲

團、岡山區的福德皮影戲團、彌陀區的復興閣皮影戲團和永興樂皮影戲團也是一種無形

的文化資產。 

12.社教與展演空間 

高雄市文化中心位於苓雅區是高雄地區近年最主要的表演場地，並設有展覽館及圖

書館；此外岡山區有一座文化中心；駁二藝術特區則為高雄文化帶來新活力。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為臺灣首座應用科學博物館，而高雄市立圖書館共有 60個分館。高雄市立歷

史博物館是高雄最大的歷史博物館。社教方面，已有一座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另有收藏化石的甲仙化石館，和最新啟用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高雄市立圖書館新

總館，還有興建中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及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等，衛武營國

家藝術文化中心完工後將超越台北兩廳院，成為台灣最大的國家級表演藝術場館，並設

有亞洲最大的管風琴。 

二、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簡介 2 

「行政執行法」自民國 21年制定公布施行以來，先後於民國 32年及 36年為極小幅

度修正，其立法精神及主要內容未嘗稍變。近年來，國家政經情勢日新月異，經濟型態

及社會結構均有重大變遷，強化行政執行效能，落實依法行政，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安

全，以提昇國家競爭力，並兼顧人民權益，乃邁向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道。本法現行法

規定未臻完備，執行程序非無缺失。又行政機關欠缺執行力量之結果，將嚴重影響行政

效能，對於人民權益亦缺乏具體有效之保障規定。準此，法務部奉行政院指示，特於 72

年 5月 1日延攬學者專家組成「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委員會」，針對現行法之缺失，通盤

檢討，審慎研擬相當幅度之修正，並於 79 年 10 月將本法重新修正草案陳報行政院核轉

立法院審議，復於 87年 11月 1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其修正重點包括明定各種行政執行

之執行程序及方法；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在法務部之下設專責機關，

由專責人員負責辦理之；強化行為不行為義務之直接強制方法；放寬間接強制轉換直接

強制之要件；提高怠金額度，藉以提升執行效能；增訂比例原則、聲明異議及特別損失

補償制度，俾兼顧人民權益之維護等。 

依 87年 11月 11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十二條規定，將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由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制度，改為移送法務部設置之行

政執行署所屬各地行政執行處為專責機關，由行政執行官等專業人士準用強制執行法之

規定統籌執行。此一修正，涉及司法、行政體制之重大變革，自須依法儘速推動行政執

行署及所屬各地行政執行處之設置工作。法務部為配合本法之修正，即積極推動「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組織條例」及「行政執行處組織通則」之立法程序，並順利於 88年 2月 3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 

法務部初步之規劃，於台北市設置行政執行署，並按各行政區域之劃分、轄區範圍、

地理環境及業務繁簡等因素，於行政執行署下，設置臺北、板橋、桃園、新竹、臺中、

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花蓮、宜蘭等 12個行政執行處，並基於便民考量，於

未設行政執行處之縣市，設置一個行政執行官辦公室。行政執行署遂於民國 89年 1月 1

日成立，至行政執行處成立日期，則配合行政執行法之施行，於民國 90年 1月 1日正式

掛牌運作。嗣為因應北部地區移送執行案件量遽增，復於 95年 1月 1日於台北地區成立

                                                 
2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http://www.hzsh.tc.edu.tw/default.asp /，資料擷取日期：10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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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行政執行處，並調整臺北、板橋及宜蘭等執行處之轄區，以舒緩北部地區行政執行

處之案件量。 

為配合法務部及所屬機關之組織調整，自 101 年起，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

執行處改制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 

行政執行署主要職掌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之決定及有關監

督、審核、協調、聯繫等事項。而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主要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之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之審議、處理及其協調、聯繫等事項。 

由於行政執行機關係新設之執法機關，目的係為實現各機關以行政處分命人民負擔

公法上之金錢義務，其與行政機關之公權力能否有效落實及健全國家財政稅收等有重要

影響。因此，行政執行機關成立之主要目標在建立強力執法之形象，各分署除採取扣押、

查封、拍賣義務人之財產，並於符合法定要件時，適時採取限制出境、核發禁止命令禁

止義務人過奢華生活、聲請法院裁定拘提、管收等措施，以落實公權力，增裕國庫收入，

培養民眾守法意識。由近年來每年執行徵起金額逐年成長可知，已達成當初修法設立專

責行政執行機關之目標。 

行政執行機關成立至 105年 3月 31日止，累計執行徵起金額達新台幣 4,554億 2,933

萬 4,261 元，有效增裕國庫歲收。未來全體同仁將繼續遵循法務部「公義與關懷」之施

政理念，對惡意狡詰者強力執行，伸張公權力；對弱勢者伸出援手，化解民怨；並堅守

程序正義，以更精緻的執行創造更好的績效，貫徹公權力，落實公平正義，建立民眾守

法觀念，以不辜負社會各界之期許。 

行政執行制度之宗旨，在於落實公權力，養成人民守法守分之法治觀念，達成行政

機關依法行政之目的。本分署(組改前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執政執行處)於 90年 1

月 1 日成立，依行政執行法、強制執行法等法規暨相關行政規則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之行政執行事件。 

高雄分署除繼受原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與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辦理尚未結

案之財務與罰鍰案件外，並受理各移送機關依相關行政法規移送案件，由於執行案件數

量相當龐大，惟有注入企業化之經營理念，追求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潤之績效管理制

度，方能永續發展。值此政府財政困難之際，如何運用企業經營之理念，以投入最小人

力與物力，獲致最大之產出效益，發揮行政執行機關設置之功能。一方面伸張公權力、

確保國家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實現、提昇執行績效、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另一方面遵守依

法行政並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人民權益之維護，乃為本分署未來所面對之最重要課

題。 

本分署管轄區域包括高雄市、澎湖縣。 

1.高雄市：轄有前金、新興、鹽埕、左營、楠梓、鼓山、旗津、苓雅、三民、前鎮、小

港、鳳山、鳥松、大社、仁武、大樹、岡山、燕巢、梓官、永安、彌陀、橋頭、田寮、

茄萣、阿蓮、路竹、湖內、那瑪夏鄉、桃源、茂林、六龜、美濃、旗山、甲仙、內門、

杉林、林園、大寮鄉等 38個行政區。總面積二、九四六平方公里，人口約二百七十七

萬餘人（不包括流動人口）。 

2.澎湖縣 轄有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望安鄉及七美鄉等，轄內人口約八萬九千多人。

轄區法院有高雄、澎湖等二個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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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基地現況分析 
一、建築或工程平面配置圖 

 
區域配置圖 

 
動線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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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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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面及高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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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樓平面圖與標準層平面圖 

 
地面層平面圖 

 
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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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平面圖 

 
四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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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層平面圖 

 
六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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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層平面圖 

 
八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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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面圖及剖面圖 

 
東側及南側立面圖 

 
西側及北側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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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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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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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觀配置圖 

 
景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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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地周圍及內部現況照片 

 
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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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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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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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照片 1 

 
現況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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